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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目前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 2021 年第 1季度报告，我们对基金持有

医药行业的仓位及重仓股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虽 2020Q4基金医药持仓市值占比有所下降，但2021Q1环比提升。

截至 3月 31 日，基金医药生物行业（申万）持股数量为 184 家，

环比减少 153 家；持股总市值为 4144 亿，环比减少 2470 亿，是

持仓市值减少最多的行业。虽持仓市值降低最多，但由于基金整

体持仓市值的减少，医药生物行业的持仓市值占比为 14.2%，仍

环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表明市场虽在一季度大幅波动，但医药

生物行业在高景气度和成长的确定性方面仍具备较强的相对优

势。 

基金持股数量及变动情况。今年一季度末，美年健康（总计 7.3

亿股，下同）、爱尔眼科（3.5 亿）、恒瑞医药（3.3 亿）、药明康

德（3.3 亿）及国际医学（2亿）基金持股数量最多，同时美年健

康（+1.8 亿股）、智飞生物（+5367 万股）、药明康德（+4192 万

股）、华兰生物（+3666 万股）、人福医药（+3323 万股）获基金正

向增持股份数量最多。恒瑞医药（-4111 万股）、华海药业（-3807

万股）、三诺生物（-2584 万股）、我武生物（-2257 万股）、通化

东宝（-2149 万股）获基金反向减持股份数量最多。 

基金 10 大重仓股持股总市值占比继续大幅提升。截至今年一季

度末，按市值计算的基金前 10 大重仓股总市值占到整体医药生物

行业持股市值的 68.36%，环比提升了约 13.11 个百分点，显示持

仓仍比较集中，龙头公司较受青睐，机构抱团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整体看，基金 1季报中增持股数比较多的细分领域主要集中在疫

苗、CRO 等高成长性和高确定性的领域。另外部分原料药个股也

受到了一定增持，如新和成、普洛药业等龙头个股的增持股数也

排在前列。同时，1 季度基金减持股数较多的个股也包括恒瑞医

药、华海药业等行业龙头个股，一些医疗服务龙头如爱尔眼科、

通策医疗也遭减持股数较多。这显示基金持仓进一步向龙头股聚

集，但在相对高仓位和个股估值大幅分化的背景下，对个股性价

比、安全性及确定性的考量权重加大。建议在市场震荡的大背景

下，优选景气度确定性强的细分领域龙头逢低布局。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超预期；行业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超过市

场预期；药品器械集采力度超预期对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中美贸

易摩擦持续升级对板块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低于预期；

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风险；国内外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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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 2021 年第 1 季度报告，我们对基金持有医药行业的仓位

及重仓股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虽 2020Q4 基金医药持仓市值占比有所下降，但 2021Q1 环比有所提升。截至 3

月 31 日，基金医药生物行业（申万）持股数量为 184 家，环比减少 153 家；持股

总市值为 4144 亿，环比减少 2470 亿，是持仓市值减少最多的行业。虽持仓市值

降低最多，但由于基金整体持仓市值的减少，医药生物行业的持仓市值占比为

14.2%，仍环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表明市场虽在一季度大幅波动，但医药生物行

业在高景气度和成长的确定性方面仍具备较强的相对优势。 

图 1：基金近年来医药生物行业（申万）持股市值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部 

持有大市值白马股的基金数量最多。今年一季度末，持有基金数量最多的 5 家公

司分别为：恒瑞医药（588 家）、迈瑞医疗（569 家）、药明康德（561 家）、长春

高新（522 家）及智飞生物（373 家）。与前一季度末相比，智飞生物代替爱尔眼

科成为基金持股数量最多的 5 家公司之一。此外，恒瑞医药持股的基金数量有所

下降。 

基金持股数量及变动情况。今年一季度末，美年健康（总计 7.3 亿股，下同）、爱

尔眼科（3.5 亿）、恒瑞医药（3.3 亿）、药明康德（3.3 亿）及国际医学（2 亿）基

金持股数量最多，同时美年健康（+1.8 亿股）、智飞生物（+5367 万股）、药明康

德（+4192 万股）、华兰生物（+3666 万股）、人福医药（+3323 万股）获基金正

向增持股份数量最多。恒瑞医药（-4111 万股）、华海药业（-3807 万股）、三诺生

物（-2584 万股）、我武生物（-2257 万股）、通化东宝（-2149 万股）获基金反向

减持股份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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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持仓占比及持股总市值情况。从基金持股占个股流通股比重看，迈瑞医疗

（25.18%）、长春高新（23.01%）、药明康德（22.63%）、健帆生物（21.79%）

和美迪西（21.43%）比重排名前 5。另外从基金持股总市值看，迈瑞医疗、药明

康德、长春高新、恒瑞医药、智飞生物基金持股总市值排名前 5。 

表 1:2021 年 1 季报基金持仓情况表 
1 季报基金持股总量前 5（单位：万股） 1 季报基金持股总市值前 5（单位：亿） 

002044.SZ 美年健康 73,010 300760.SZ 迈瑞医疗 502

300015.SZ 爱尔眼科 34,934 603259.SH 药明康德 468

600276.SH 恒瑞医药 33,411 000661.SZ 长春高新 375

603259.SH 药明康德 33,407 600276.SH 恒瑞医药 308

000516.SZ 国际医学 19,773 300122.SZ 智飞生物 283

1 季报基金持股变动数量前 5（单位：万股） 1 季报基金持股变动数量后 5（单位：万股） 

002044.SZ 美年健康 17,659 600276.SH 恒瑞医药 -4,111

300122.SZ 智飞生物 5,367 600521.SH 华海药业 -3,807

603259.SH 药明康德 4,192 300298.SZ 三诺生物 -2,584

002007.SZ 华兰生物 3,666 300357.SZ 我武生物 -2,257

600079.SH 人福医药 3,323 600867.SH 通化东宝 -2,149

数据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部 

基金 10 大重仓股持股总市值占比继续大幅提升。截止今年一季度末，按市值计算

的基金前 10 大重仓股的总市值占到整体医药生物行业持股市值的 68.36%，环比

提升了约 13.11 个百分点，显示持仓仍比较集中，龙头公司较受青睐，机构抱团现

象依然较为突出。 

整体看，基金 1 季报中增持股数比较多的细分领域主要集中在疫苗、CRO 等高成

长性和高确定性的领域。另外部分原料药个股也受到了一定增持，如新和成、普洛

药业等龙头个股的增持股数也排在前列。同时，1 季度基金减持股数较多的个股也

包括恒瑞医药、华海药业等行业龙头个股，一些医疗服务龙头如爱尔眼科、通策医

疗也遭减持股数较多。这显示基金持仓进一步向龙头股聚集，但在相对高仓位和个

股估值大幅分化的背景下，对个股性价比、安全性及确定性的考量权重加大。建议

在市场震荡的大背景下，优选景气度确定性强的细分领域龙头逢低布局。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超预期；行业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超过市场预期；药品器

械集采力度超预期对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对板块的负面影响；

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低于预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风险；国内外市场整体系统

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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